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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前言

面對全球社會、經濟、人口結構、環境、科技變遷與挑戰，考量未來產
業發展之關鍵能力與人才需求，本校重新審視吳甦樂教育精神之人才培育紮
根，更加以思考國際化大學的未來定位及發展方向，本校透過各單位SWOT
分析與討論，擬定出本校之定位、願景與目標，並規劃至「108-111學年度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實踐，除符合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外，更對
接「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願景與目標，希冀能培育外語專業、實作力、
創新力及就業力兼備之國際化人才，以因應未來社會產業發展之需求，面對
變遷社會之產業型態、國際趨勢與挑戰，本校將持續精進優勢及提升競爭力！

因此，本校110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執行著重於「Future Work Lab」、
「月桂方法」、「華外語師資培育認證」、「高教無礙」、「善盡社會責
任」，學生的人格培養奠基於文藻吳甦樂月桂方法，藉由執行多元課程、翻
轉教室、教學精進、在地關懷、國際接軌、生涯發展等策略，精進教師教學
及促進學生專業發展，並致力創新跨領域教育，以培育跨領域交流之國際視
野博雅人才。

本期將介紹以下計畫成果：
一、Future Work Lab透過開設之微型課程，催化學生終身學習；
二、辦理月桂工作坊，協助同仁了解與運用月桂方法；
三、本校華外語師資培育機制，打造全方位華語教學專業人才；
四、打造舒樂關懷據點，營造友善之多元場域；
五、歐亞語文學院與雲朗觀光集團合作開設講座課程，以提升學生

的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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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除建置Future Work Lab學習場域，亦規劃與時俱進、整合未來
職場所需要的素養與專業能力涵養至課程中，以打破傳統教學的框架、提
升學習自由度為重點項目。

110學年度第1學期起，本校將透過Future Work Lab，以更寬廣及更
多自主學習的模式，催化學生終身學習，協助教師踏出舒適圈並發掘新專

長，規劃跨領域多元智慧學習學分，除創造科技化學習空間，於疫情
影響而無法前往校外實習之際，亦能提供學生可供練習之虛擬現實實踐場
域，更藉由與企業和校友密切合作，培育具深厚實力之專業人才。

Future Work Lab除與生涯發展中心職涯訓練講座結合，並以學院為

單位，由具備跨領域知識的教師開設彈性微型課程，透過本校募課平台
及其預約服務，媒合學生需求及開課。如：國際文教暨涉外事務學院擬於
110學年度起，開設5門全英語微型課程，強化學生領導力、創造力及解
決問題能力。課程包含：「商業溝通」、「商業合作」、「商業創新」、
「商業判斷與問題解決」、「企業倫理與道德」，並透過募課平台供所有
系別學生選讀。

【微型課程介紹】

《企業倫理與道德》

藉由與「產業對接的商業行銷類職涯倫理英文題庫」，協助學生瞭解
並探索商業道德與規範。訓練學生以科技化之工具及軟體，透過企業導向
的道德性議題與個案，涵養學生的職涯倫理認知力。以專業的測驗及診斷
方式協助學生了解企業道德與倫理，以企業真實的問題及個案，作為訓練
學生企業道德相關議題與面向，並測知學生的職場倫理知識。

《商業溝通》

藉由「 Virtual Speech-Job Interview Preparation 及 Resume
Worded軟體」，結合AI檢測之運用，協助學生瞭解並探索自我的商業溝
通能力。訓練學生以科技化之工具及軟體，探索商業溝通的優劣勢。以
「AR 及VR 虛擬面試」，檢測學生臨場反應及對接診斷及改善建議，以
達到實境與虛擬自我檢視職涯力，藉此完成商業英語溝通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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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合作》

藉由「New Venture Simulation: The Food Truck Challenge軟體」
與產業對接的行銷實務專案，協助學生瞭解並探索自我的商業的團隊合作
能力。學生透過科技化的工具及軟體，進行商品行銷任務，或藉由多人的
參與、合作及競賽，訓練學生商業場域的合作能力。以「專業的測驗及診
斷方式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工作性向」，透過自我職能評估，了解其長處
與短處，並參考個人之興趣、動機以及其他條件，協助瞭解個人能力強弱
及自己的工作價值觀。

《商業創新》

藉由「Explain Everything軟體」與產業對接的實務專案，訓練學生
以科技化之工具及軟體，透過「團體協作」，探索自我的創新商業專案規
劃能力。「以專業的測驗及診斷方式協助學生了解自我的創新力」，釐清
學生們如何透過對話，以擴展想法、促進理解企業真實的問題，並合力產
生團隊合作的成果與作品，佐以同儕評分方式，檢視學生的創新思維與執
行力，藉此訓練學生團隊創新能力的涵養與能力，並產出創新專案作品。

《商業判斷與問題解決》

藉由「New Venture Simulation: The Food Truck Challenge軟體」
與產業對接的實務案例，協助學生瞭解並探索商業判斷與問題解決能力。
訓練學生以科技化之工具及軟體，透過「企業導向的個案與專案分析」，
涵養自我的「批判性思考力」。以「專業的測驗及診斷方式協助學生了解
自我的職涯力」，以企業真實的問題及專案，作為訓練問題解決能力的路
徑，佐以同儕評分，檢視學生的執行力，藉由個案訓練與實作模式訓練學
生判斷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判斷出不同想法的合理程度，並選出解決問
題的最佳方案，不斷評價、改進。

資訊聯繫單位：許副校長室

vp02@mail.wzu.edu.tw

▲圖/募課平台網址。

http://project.wzu.edu.tw/iba106/recrui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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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除系統化推動月桂方法步驟融入課程設計外，亦幫助學生於
課堂中習得月桂方法應用的技巧與方式。在硬體方面，利用吳甦樂廳
的多功能使用便利性，讓教師得以跳脫過去於一般教室以敘說的方式
進行課程，創造更多相互討論、實作的課程互動機會，同時結合教學
及活動規劃，讓學生透過實際操作月桂方法五步驟，認同文藻辦學特
色與教育理念，實踐本校吳甦樂教育的核心價值。

吳甦樂教育中心亦辦理系列工作坊，增加教職員對於月桂方法的
認識，協助教師將月桂方法融入課程設計或學生輔導，亦引導職員可
在辦理活動或處理業務時，使用月桂方法思考架構處理問題。

如1月6日辦理「月桂工作坊－實踐篇」，邀請各院秘書及系所助
理參與，幫助同仁們了解如何運用月桂方法進行業務規劃與推動，並
藉由生活實例及業務案例引導同仁運用月桂方法五步驟進行思考，再
透過小組分享討論，幫助參加者釐清月桂方法的操作與思考模式。經
問卷統計，85%的同仁表示更加認識月桂方法；另有70%的同仁表示
仍未完全理解月桂方法，需要更多的實際案例說明，始能順利應用於
日常業務上；全數同仁皆表示若有機會，希望更深入了解月桂方法的
精神與應用。

此外，3月24日另辦理「月桂工作坊－教師場」，協助新進教師認
識月桂方法，並以「大學入門」課程為例，幫助新進教師了解如何運
用月桂方法進行課程設計。根據回饋問卷分析得知，全體參與教師皆
認為本次研習有助其認識月桂方法，85%的教師表示能夠在課程設計
中初步運用月桂方法，70%的教師希望能夠及了解更多月桂方法融入
於課程中的經驗。

透過參與者之問卷回饋，足見工作坊之辦理已達到預期成效與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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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桂方法既是教學與行政的應用方法，亦是個人生活議題的思考
方式，含括理念意涵的理解及五步驟帶入議題各向度的應用，需經多
次、反覆的實地運用、分享討論才能逐漸熟悉。經由月桂工作坊之辦
理能將思維概念具體化，以各種運用方式呈現出來，幫助教師與職員
在應用上更熟練。同時能夠結合教學、活動辦理讓學生更加了解五個
步驟的方法及應用，以認同文藻辦學特色與教育理念，實踐本校吳甦
樂教育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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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各院系秘書及助理參與
《月桂工作坊－實踐篇》。

▶圖/教師參與
《月桂工作坊－教師場》。

資訊聯繫單位：吳甦樂教育中心
ursuline.edu@mail.wzu.edu.tw

mailto:ursuline.edu@mail.wzu.edu.tw


【華語師資培訓暨認證】

本校華語專業培訓課程由經驗豐富之遠距教師群以全然同步沉浸式教
學帶領，旨在建構學員華語遠距教學基礎觀念並著重實務面向，讓參與學
員能全面擁有華語線上同步教學能力，培養符合當前最新趨勢的華外語教
學專長。

110年度起，本校將華語線上教學延伸至第二外語師資團隊，培訓線
上華語教學認證教師，成立線上華語教學認證第二外語師資團隊，由本校
法國語文系、德國語文系、西班牙語文系、日本語文系及東南亞學系教師
參與線上華語教師培訓及認證，通過認證後即可擔任種子師資，目前已有
3位老師完成培訓課程。

此外，本校持續擴充華語檢定測驗系統之檢測試題，邀請專業教師開
發試題、諮詢審查與試題錄音，以滿足檢測學習者華語能力之多元需求，
協助學習者檢測學前華語（聽力／閱讀／發音）能力，學中配適對應程度
的華語教學課程，以期提升學後之語言學習成效，目前總計完成共計660
題A等中文試題，經測試後，預試者程度與試題相當，皆通過符合其語言
能力等級之A1測。學習者表示有助於準備5月底的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考試。

【全英語教學培訓暨認證】

為打造本校成為全英授課師資領導品牌，本校致力於研發全英語教學
之套裝培訓課程及認證機制，以提升有志成為英語教師的本校學生及參與
者之全英授課的品質與水準，並協助參與者考取證照，提升未來就業力。
目前已進行1場模擬認證、3場正式認證，共20人通過認證，今年4月至6
月另已辦理2梯次全英教學認證培訓課程及認證，共計29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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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校第二外語教師
參加《線上華語教學師
資培訓課程認證班（甲
級）》上課狀況。

◀圖 / 4月、5月份舉辦
《全英語教學認證培訓課
程》上課狀況。

此外，為協助學生增進英語閱讀能力，提升外語學習成效，進而取得
語言證照，本校邀請5位教師參與英文教材編撰及審閱，已於去年完成第1
冊教材共12單元，並使用於進修部《英語解說與發表（一）》共同英文課
程。目前第2冊已完成撰稿正進行編稿，另有2冊預計於下半年進行撰稿，
總計至明年底可完成5冊教材，並將使用於各項英語課程。

全英語教學認證施宛棋經理

rd5005@mail.wzu.edu.tw

線上華語師資認證洪安萱助理

100317@mail.wzu.edu.tw

資訊聯繫單位：

mailto:rd5005@mail.wzu.edu.tw
mailto:100317@mail.wzu.edu.tw


本校致力於營造友善之學習環境，共同努力打造一個活力、寧靜、舒
適多元之場域，特規劃設置「舒樂聚點」，提供教職員工生在需要照顧長
者或孩童情況下，可將家人帶至學校之舒適場域；本聚點自109年11月16
日起試營運，教職員工攜帶眷屬使用後皆一致好評！

同時，因應教育部通知高中以下（109學年度第2學期）延後開學之
措施，為能協助同仁安排家中孩童去處，邀請民謠吉他社於舒樂聚點舉辦
3天（110年2月17-19日）「樂樂學園」營隊，累計 21 名孩童參加。

未來將規劃相關課程，供眷屬參加，以降低本校教職員和學生因照顧
家庭與兼顧工作職場的壓力，並邀請眷屬融入文藻大家庭，創造友善、幸
福的職場環境。

08

舒樂關懷，共融並濟

舒樂關懷，共融並濟

▲圖/擴散關懷能量，打造友
善校園。

資訊聯繫單位：人事室
personnel@mail.wzu.edu.tw

▶ 圖/降低教職員生壓力，
創造幸福多元場域。

mailto:personnel@mail.wzu.edu.tw


透過細部計畫「觀光景點導覽計畫」，結合各系觀光導覽課程及專題
製作，讓學生開發新的參觀路線並規劃外語導覽，包含：觀光路線設計海
報、定點觀光地外語介紹海報、導覽簡報、微電影等，重新包裝與推廣深
具鹽埕風華的深度人文旅遊，吸引國外觀光客到訪。歐亞語文學院同時與
雲朗觀光集團合作，開設「產業實務講座」課程，由雲朗觀光集團各主管
共同進行授課，課程更於110年5月18日邀請張倚蘭副總經理擔任講者並
辦理「旅行者最美的交集-遇見義大利」同步線上課程講座，分享飯店管
理實務對接就業，並且為讓更多師生能共襄盛舉，開放非課程學生參加，
提升學生的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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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語文學院與雲朗觀光集團合作開設講座課程

▲12月5日「社區狂歡嘉年華」參與貴賓、
本校師長及全體表演學生合影。

資訊聯繫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euroasian.college@mail.wzu.edu.tw

「歐亞語文學院觀光文化導覽USR Hub」透過學校教育及資源挹注，
以鹽埕區為實作場域，提升區域經濟效益，並促進地方永續發展。參與計
畫之學生亦可運用其所學，結合理論與實務，透過專業的外語導覽鏈結在
地文化，藉此提升實作能力。此外，藉由辦理「社區狂歡嘉年華」，以文
化遊行拉開序幕，並由文藻同學穿著各國傳統舞蹈服飾踩街遊行及演出各
國舞蹈及音樂節目，以展現文藻多國文化的豐富性，將異國風情帶入在地，
同時亦不忘在地的文化面貌，重現高雄打狗鹽埕風華，展現高教外溢性，
帶動鹽埕商圈觀光人潮，促進在地社區的永續發展。

mailto:euroasian.college@mail.wzu.edu.tw


本場活動由公共關係室舉辦，於5月26日邀請畢業於五專部法文科的劉昶
成校友擔任講者，分享自身在外交部工作經驗，並詳細介紹青年國際參與的
一系列活動，例如：外交小尖兵、國際青年大使、青年領導力座談會、INGO
實習計畫、青年度假打工等。

劉昶成校友在講座中，詳細解說外交部門的工作內容及性質、職涯發展、
所需具備職能和外交考試應考資格及流程，讓未來有意往外交方面前進的同
學有更加明確之方向及概念。在介紹青年國際參與的活動時，劉昶成校友更
搭配相關影片播放，過程生動有趣。在Q&A時，亦熱情回答同學的問題，並
以客觀的角度解答大家的疑惑，講座精彩豐富！

活動後，日間部日文四技一年級鄭衣彤同學與小編分享：「因為學語言，
未來想要從事外交方面的工作。很感謝講者詳細介紹每年考試報名人數數據
以及相關資訊，讓我對這個職業更加瞭解。這次的線上講座讓我收穫良多，
希望未來學校可以邀請不同工作面向的講師來分享他們的經歷，尤其是一些
較難在網路上查到完整資訊的行業。」

劉昶成校友的講座雖然受到疫情影響，改為線上舉辦，但不減學生的熱
情，同學都很感謝昶成校友的分享，對於有考慮外交工作的同學來說收穫良
多。疫情雖然改變了講座的進行方式，但講座內容豐富不受影響，這種不受
空間限制的模式，也可讓更多有興趣的同學線上參與，未來疫情緩解之前，
公關室也會繼續規劃不同領域的校友國際線上講座，讓同學藉由校友的經驗
分享，幫助自身的職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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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小編：英國語文系林孟蓉、西班牙語文系簡育慈

青年國際參與及外交工作經驗分享

▲圖/劉昶成校友分享海外研習
學習計畫的資訊。

資訊聯繫單位：公關室
proffice@mail.wzu.edu.tw

▲圖/劉昶成校友詳細介紹外交相
關招考資訊。

mailto:proffice@mail.wzu.edu.tw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於 4 月 28 日舉辦【交換生分享暨甄選說明會】，
邀請了日四技日文系四年級B班郭子萱、日二技日文系四年級A班朱家
誼，分享申請上智大學、琉球大學的經驗和事前準備內容，詳細告知需要
留意的注意事項，並分享了一些當地與台灣文化不同的差異之處。例如琉
球有一個特別的名詞叫琉球時間，當地居民或學生對於守時有自己的一套
概念，不像我們認知中日本人是非常守時不遲到的。在求學過程中遇到的
難題像是一開始到日本需申請個人證件及銀行開戶、通信網路，過程會耗
費很長時間；生活趣事的部分，分享了打工存錢的經驗，以及生活中可以
省錢的方法，例如購買交通定期券、或是與室友一起開伙節省外食花費。

兩位交換生亦生動地描述當時在國外發生的經歷，像是在當地遇到地
震須馬上往高處避難，以防海嘯來襲；朋友自駕在半夜發生車禍，提醒大
家在遇到車禍狀況的當下，第一時間須馬上報警求援。並以學生的視角分
享修讀他國課程時會遇到的難題，與他國學生一起上課的過程中，不只聽
的能力要夠好，思考邏輯、反應能力也需要非常快速，才得以跟上進度。
此外，國際交流組的王盛祖老師也詳細講解申請交換生流程，宣導獎學金
申請辦法，讓前來參加講座的學生能夠做好事前準備。

活動後，日四技國際企業管理系二年級的張同學與小編分享：「在求
真樓看到海報就被吸引來參加講座，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交換生在日
本的生活，不管是居住環境還是所經歷的種種都很讓人嚮往」；進四技英
文系四年級的李同學則表示：「藉由此活動可以更了解交換的流程，雖然
目前尚未到達所規定的語檢門檻，不過知道自己缺乏什麼，會更往夢想中
的目標邁進」，日四技日文系三年級的許同學分享：「本身對交換就很有
興趣，因此來聽聽看講座，對於分享在台灣不會發生的經歷印象很深刻，
覺得兩位學姊的分享都很豐富，內容很充分，如果下次還有類似的分享活
動也會想來參加」。

oicc@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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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分享暨甄選說明會：上智大學、琉球大學

◀圖/認真聆聽講座分享的同學們。

資訊聯繫單位：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oc2003@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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